
我们同时提供
风景观光巡游
风景观光巡游 (Scenic Cruises) 将带你游览米尔福德峡湾
的壮美景色，游船上有丰富的用餐选择，全程需时1小时40
分钟。一边聆听信息丰富的解说 (有中文)，了解峡湾地区的
历史与观光亮点，一边观赏野生动物，从现代宽敞的游船上
仰望宏伟的瀑布。

过夜巡游
乘坐复古游船畅游米尔福德峡湾并在此度过一夜，收获终生
难忘的体验。船上设有独立卫浴或共用卫浴设施，提供三道
式晚餐、烹饪和欧陆式早餐。在导游的陪伴下，观赏野生 
动物，乘坐气筏艇、皮划艇或徒步探索海岸。船上还有持牌 
酒吧。带给你晚餐、住宿加早餐的终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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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镇： 88 Beach Street, Steamer Wharf 
蒂阿瑙： 85 Lakefront Drive 
玛纳波里： 64 Waiau Street 

如需咨询或预订，请联系真实旅程游客中心 
Real Journeys Visitor Centre

免费电话：0800 65 65 01 
contact@realjourneys.co.nz 
www.realjourneys.co.nz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预订条款和取消政策

在所有新西兰学校假期期间，
孩子可免费参加特定出发时间
的活动！

一次性购买两个或以上不同的
行程，可在全价的基础上享受
20%的折扣。

%

选择真实旅程 (Real Journeys)，我们
将为你提供与游船活动配套的多种交通选
择，实现无缝换乘，带给你轻松无忧的旅
程，尽情享受旅途的精彩。

 • 豪华定制“子弹头系列”电影院式大巴 

 大幅玻璃天窗带给你开阔视野，从皇后镇或蒂阿瑙出发

 • 机翼位于机身上方，安全可靠，让您尽享飞行观光之旅  
  从皇后镇出发

 • 可从大多数酒店免费接送

有条件限制，详情请查看官网。 有条件限制，详情请查看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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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采用环保油墨和纸质，在新西兰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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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然巡游
我们的探索自然巡游 (Nature Cruises)  
行程经过精心设计，将带你感受世界第八大
奇观——米尔福德峡湾的迷人魅力。
乘坐复古游船，近距离瞻仰宏伟的瀑布，观赏沿途的野生动
物，聆听随行的专业自然向导进行详尽的解说，航行需时 
2小时15分钟。

 • 同行的专业自然向导提供英文解说

 • 提供免费茶水和咖啡。

 • 午餐有野餐、印度风味午餐或日式便当可选 (请提前订购) 

 • 船上有持牌酒吧和零食

 • 所有飞行加巡游套餐可享受免费野餐午餐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从米尔福德出发        仅乘船巡游

上午10:30 - 中午12:45 10月 - 4月 
上午10:30 - 中午12:30 5月 - 9月 
中午12:55 - 下午2:55 5月 - 9月 
下午1:35 - 下午3:50 10月 - 4月

从蒂阿瑙出发        大巴 + 巡游

上午8:00 - 下午4:30 10月 - 4月 
上午9:50 - 下午4:45 5月 - 10月 
上午10:20 - 下午5:45 10月 - 4月

从皇后镇出发        大巴 + 巡游

上午6:55 - 下午7:45 5月 - 9月 
上午7:15 - 晚上8:00 10月 - 4月

从皇后镇出发        大巴 + 巡游 + 飞行

上午6:55 - 下午4:10 5月 - 10月 
上午7:15 - 下午5:10 11月 - 4月

从皇后镇出发        飞行 + 巡游*

上午9:00 - 下午1:40 4月16日 - 9月 
中午12:00 - 下午4:10 4月16日 - 10月 
中午12:30 - 下午5:10 11月 - 4月

* 包含免费野餐午餐

需换乘大巴和飞机的行程均免费提供从大多数酒店的接送。

米尔福德峡湾  

与我们 
一同探索

时长：2小时 - 2小时15分

拿上相机，和真实旅程一道探索地球上
最美丽的地方之一——米尔福德峡湾。
一步入峡湾，便可以感到这一天然奇景
的独特魅力。

真实旅程 (Real Journeys) 是一家成立于1950年代的
当地家族式企业。我们和米尔福德峡湾一样独具特色。
我们致力于为游客提供难忘的旅程，带他们重新认识 
自然并欣赏自然之美。

在米尔福德峡湾，你将观看到高耸的悬崖峭壁和巍峨山
峦，包括最具标志性的高出海平面1000多米的教冠峰 
(Mitre Peak)。飞瀑流入峡湾，繁茂的雨林依附在陡峭
的岩石壁上茂盛地生长。

你可乘坐我们特别设计的玻璃顶观光巴士前往米尔福德
峡湾，将沿途的山脉、冰川和雨林尽收眼底。记得带上
相机，将这美丽的风景定格。你也可以从皇后镇搭乘观
光飞机，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峡湾。

到达峡湾后，我们还有多种精彩活动供你选择，定有一
个适合你。选择真实旅程，置身于这片世界奇境，开启
启迪心灵之旅。

巡游路线

日式便当
寿司、蒸虾、豆腐、照烧鸡肉、 
蔬菜、荞麦面条、米饭、裙带菜 
味噌汤

印度风味午餐
春卷、蔬菜炸馅角、生菜洋葱 
沙拉、浓汁扁豆、蔬菜咖喱、 
米饭、印度烙饼、芒果酱、原味 
酸奶、冰淇淋、苹果和水果什锦。

野餐午餐
三明治、曲奇、奶酪和饼干、 
橄榄、时令水果、坚果、巧克力 
和水 (还有素食套餐可选) 

午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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